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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改革如何从现实中突围

在现有体制与环境下，教育改革怎样才能突围，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需要有越来越多的
学校贡献更多具有操作性与实践性的经验。 日前，“LIFE 教育创新首届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改革一线的校长与专家，共论学校改革突
围议题为众多学校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思想峰汇

面对我们的改革 ，许
多人说北大附中不像是一
所中学，更像大学。 但我要
表达的是 ： 我们不一定像
大学 ，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
像小学 ， 必须打破更多的
障碍和围墙 ， 给学生更多
的自由、自主空间。

一个人可能能耐不大，
但是只要有合作的精神，就
可以生存； 有自主的精神，
就可以进步 ； 有探究的精
神，就可以出新。 高中作为
基础教育，我们应该培养人
类的这三种精神，只要有了
这三种精神，上大学对学生
来说只是副产品。

所有做教育的人需要
联合起来 ， 发出自己的声
音。 只要我们持续地进行推
动，教育的进步与改变就会
持续地发生。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嘉宾

王 铮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宁致义
山西省新绛中学校长

张 良
重庆市泉源高中校长

王铮：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班级制与
班主任制，通过走班制、导师制、学院制
等形式，给学生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倡导
学生的自主选择与自主管理， 从而促进
学生自主意识的觉醒与自主能力的提
升， 为学生更好地实现终身发展奠定基
础。 学校分为 4 个学院供学生选择：行知
学院，实行国家新课程；元培学院，引领学
生在对某一学科感兴趣的情况下深度学
习，学生可到北大听选修课、进实验室；博
雅学院，推行通识教育，学生广泛阅读文
史哲以及科学领域的原著经典以提升素
养；道尔顿学院，重在中外课程比较，借鉴
道尔顿教育理念进行创新性教学。

宁致义：从 2005 年开始，我们尝试
“半天授课制 ”，2008 年起从高一到高

三全面推行。 半天授课制，是指上午由
教师主导上展示课，下午和晚上是以学
生自习为主的自主课。 自主课主要倡导
学生发现问题，并通过学习小组讨论研
究；展示课主要是解决问题 ，最终形成
学习报告。 当然，这种“半天授课制”并
不意味着完全放松管理，而是形成了有
规律的自主学习-学习报告-提问-探
究-反馈-展示的流程。 上午是展示课，
下午是自主课，学生学习的方式和地点
都有相关规定。 凭借学生展示和学习报
告的情况，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及
有针对性的指导。

张良：在我们学校，没有依照原有高
中教材体系进行的整齐划一的学习流
程，没有指向明确的标准答案，没有学科

切片式的班级授课； 每个学生根据自我
认知进行规划，定制个性化课表，安排自
己的日常学习与生活； 学校对高中教材
进行深度的学科整合， 每一个学习主题
既呼应教学大纲的目标， 又超越分科教
材的文本， 并与真实的生活产生紧密联
系。依托共同建设的互联网云资源平台，
教师的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换成 “提问
者”“资源引导者”与“思维教练”，通过学
生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学习痕迹， 来了解
他们的学习进程及对知识点的把握，并
适时介入。在这里，学习行为的发生超越
了学校的时间与空间， 游走与体验成为
学习生活有机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
学生管理高度自治，绝大多数常规事务、
课业管理， 都由学生根据自己讨论拟定
的几张表格与班级公约，自己组织完成。

教育变革具有无限可能性
杨东平：提到教

育改革的时候，许多

人总是习惯性地摇

头，但有一批人却选

择了自下而上的“革

命”。目前，大家进行

了哪些探索？

宁致义： 现在教育界和社会上都有
一种观念， 认为严格控制下的学习是保
证高升学率的必要手段。于是，出现了众
多的“工厂型学校”，控制学生的所有时
间，让学生如同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批
量生产的痕迹非常严重。 这让我们不得
不反思： 学生自主学习与学习成绩的关
系是什么？ 在农村地区教师资源相对薄
弱的条件下， 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是
否成为更好的选择？ 我们改革的核心是
要通过“半天授课制”激发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实践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不仅提高了，升学率也在逐年升高。

张良：我们尝试对高中的日常教学

进行“颠覆性”改造 ，把学生 “自主性学
习”、“探究性学习” 等理念落实到学校
生活的全过程中。 学校的这些变革，充
分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与学习
热情。对于高考，我们也在探索更高效、
更具前瞻性、更符合高考改革发展方向
的备考方式。 目前，我们的实验在最让
人关注的高考结果方面还没有呈现，但
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变化已经非常清晰，
这让我们自豪。

王铮： 我校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
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
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经过改革，走班
制下的学生可自主规划选择适合自己

的课程 ，并逐渐养成自定计划 、自主学
习的习惯。选择的过程，也是自我认知、
独立思考与承担责任的过程。 在自主管
理方面 ，各书院实行学生自治 ，他们自
行制定宪章， 民主选举产生管理机构，
自主管理各项事务 ， 以此培养主动参
与、沟通协商、承担责任 、民主监督 、自
我管理的公民意识与能力。 走班制带来
了许多跨年级、 跨学院的选课与活动，
大大增加了不同年龄与背景的学生间
进行沟通合作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导
师制下 ， 每个导师指导的学生不超过
10 个， 导师主要引导学生的学业与身
心健康发展 ，增加交流的深度 ，更好地
关注学生的个体需求。

真正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杨东平：在进行

改革的过程中，你们

遇到了哪些困难，改

革之后学校和学生

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宁致义： 关于模式能不能复制的问
题，我个人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与所在学
校的校长、教师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不能
复制的。 改革的精神与主要内容如能传
承下去，并且变成一种长效机制，这就是
很好的事情。 比如我们学校的半天授课
制，我觉得现在还不够完备，但下午半天
的自主学习现在是可以复制的， 并被其
他学校所借鉴。综合来讲，一项改革如果
只停留在模式上， 一般来说是不能复制

的。但是这种模式一旦变成了机制，就是
可以复制的。据我了解，目前山西省有几
十所高中正在试验半天授课制。

张良 ：许多到我们学校参观的人 ，
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 每隔 3 个月
就会发现许多东西不一样了 ， 因为学
校本身是在不断成长与迭代升级的 。
在互联网时代 ， 复制并不是照搬一套
完整的流程 。 我们最初创办泉源试验

班 ， 就是尝试为目前教学面临的许多
问题与痛点寻找解决方案 。 现在只能
说我们在某个点上找到一个不错的方
案，为其他学校做一个参照 ，但我们需
要的是更多的学校一起在不同的点上
去探索，而不是简单地去复制。

王铮：我没有去做任何的推广，最害
怕的就是出去讲我们的经验， 目前基本
上是关起门来自己探索。

模式无法复制，但改革可以自由生长
杨东平： 一项改

革的顺利推进，或者某

种模式的诞生，有其特

殊的背景，名校的改革

探索，是否能为教育的

突围提供一种可能，或

者说你们的模式是否

能被复制？

王铮 ：学校改革成功突围 ，我觉得
这个目标很难实现 ， 因为从自己的内
部重生是非常难的 ， 必须要由外界的
力量来打破 ， 只有当内部与外部的力
量形成合力时 ， 才有可能改变目前的
状况。 面对我们的改革，许多人说北大
附中不像是一所中学，更像大学。 但我
要表达的是 ：我们不一定像大学 ，但是
我们一定不要像小学 ， 要打破更多的
障碍和围墙 ，给学生更多的自由 、自主
空间。 在我的理想中，需要有一种教育
家办学的胆识 ，要培养杰出公民 ，把学
生真正培养成为能够独立担当 、 自主
发展的个体。

宁致义 ： 基层的校长们应该团结
起来 ，想办法去解决现在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 。 我想强调的是 ，一个人可能
能耐不大 ， 但是只要有合作的精神 ，
就可以生存 ； 只要有自主的精神 ，就
可以进步 ；只要有探究的精神 ，就可
以出新 。 高中作为基础教育 ，我们应
该培养人类的这三种精神 ，只要有了
这三种精神 ，上大学对学生来说只是
副产品 。

张良 ：我非常赞同宁校长的建议 ，
所有做教育的人需要联合起来 ， 发出
自己的声音。 比如说，大家本来都被高
考制度框得死死的 ， 但是在持续的推
动下 ，它也在逐步松动 ，新的高考改革
方案实行文理不分科 ， 可以给学生自
由选课的权利 ， 这种改革就是倒逼我
们的教学做出调整，这就是进步。 只要

我们持续地进行推动 ， 这种进步与改
变就会持续地发生。

杨东平：谢谢大家的分享。 综合大家
的思考，我们的教育改革确实需要建立自
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 对政
府而言，改革最重要的启动机制，是允许
改革，鼓励试点，在一些制度难以整体改
变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生长点。 对于学校和
教师而言，需要改变观望等待、企图自上
而下一揽子整体解决的思维，要重视自下
而上、力所能及的微改革，向教学改革要
质量、要效益。 许多学校已经取得效果的
改革实践，说明校长、教师的主动性、创造
性是教育改革中最活跃、 最积极的动力；
也说明我们并非别无选择，真正重要的是
弘扬教育家精神，实现教育家办学。

成功突围需要教育家精神
杨东平 ： 理论

上势在必行的教育
改革，现实中却往
往寸步难行。学校
教育能否从应试教
育中突围，对此，大
家怎么看，有哪些
建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有人说：在教育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在享受改革带来的教育红利时，也发现
有些学校的应试教育仍然扎扎实实，个别学校甚至被媒体称为“应试教育工厂”。 如何从应试教育中突围，把保护

儿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作为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当前需要破解的问题。

■主持人


